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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　地震海啸的产生是地球表面固体层和流体层相互作用的结果. 本文介绍了这种相互作用的物理过程 ,讨论

了海啸的大小 、能量 、传播速度 ,展示了与印尼地震相关的地球物理现象 ,指出:建立早期预警系统是减少海啸灾害的

重要措施 ,目前的预警系统虚报率很高的问题 , 仍需要通过加强地球表层系统相互作用的研究来解决 , 这是地球科学

家面临的重要科学课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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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　Ea rthquake tsunami is the result o 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olid layer and the fluid layer of Ea rth’ s sur-

face. The physical process of this interaction , and the magnitude , energ y , propagation velocity o f tsunami a re dis-

cussed at present paper , also the related geophy sical change s such as seismicity , under g round water level , e tc , a re

presente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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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2004年 12月 26日印尼地震海啸

1. 1　什么是海啸

海底的地震和火山喷发 ,可能引起海水中形成

巨大的海浪 ,并向外传播 ,这就是海啸. 海啸的英文

词“ Tsunam i”来自日文 ,是港湾中的波的意思. 大部

分的海啸都产生于深海地震. 深海发生地震时 ,海底

发生激烈的上下方向的位移 ,某些部位出现猛然的

上升或者下沉 ,产生了其上方的海水巨大的波动 ,原

生的海啸于是就产生了.海啸与一般的海浪不一样 ,

海浪一般在海面附近起伏 ,涉及的深度不大 ,而深海

地震引起的海啸则是从深海海底到海面的整个水体

的波动 ,其中包含的能量惊人. 地震后几分钟后 ,原

生的海啸分裂成为两个波 ,一个向深海传播 ,一个向

附近的海岸传播. 向海岸传播的海啸 ,受到岸边的海

底地形等影响 ,在岸边与海底发生相互作用 ,速度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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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 ,波长变小 ,振幅变的很大(可达几十米),在岸边

造成很大的破坏.

1. 2　海啸的产生条件

海啸的产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:深海 、大地震和

开阔逐渐变浅的海岸条件.下面分别加以说明.

(1)深海:地震释放的能量要变为巨大水体的波

动能量 ,地震必须发生在深海 ,只有在深海海底上面

才有巨大的水体.发生在浅海的地震产生不了海啸;

(2)大地震:海啸的浪高是海啸的最重要的特

征.我们经常用在海岸上观测到的海啸浪高的对数

作为海啸大小的度量 , 叫做海啸的等级(magni-

tude).如果用 H(单位为 m)代表海啸的浪高 ,则海

啸的等级 M为

　　M =log2 H .

各种不同震级的地震产生的海啸高度见表 1.

表 1　地震震级 、海啸等级和海啸浪高的关系

Table 1　Relation between the earthquake magnitude

tsunami magnitude and tsunami’ s wave-height

地震震级

(Ms)
产生海啸的等级

(M)
可能海啸的最大高度

(m)

6 - 2  0. 3

6. 5 - 1 0. 5～ 0. 7

7 0 1. 0～ 1. 5

7. 5 1 2～ 3

8 2 4～ 6

8. 5 4 16 - 24

8. 75 5  24

这是从全球近百年资料得到的经验关系. 目前

知道的海啸的最高浪高 100 m 以上 ,对应 5级海啸 ,

这是海啸的最高等级.它是 1960年智利大地震引起

的 ,巨浪把船送上百米多高的山顶 ,成为海啸史上的

奇观.从上表可以看出 ,只有 7级以上的大地震才能

产生海啸灾害 ,小地震产生的海啸形不成灾害.值得

指出的是:海洋中经常发生大地震 ,但并不是所有的

深海大地震都产生海啸 ,只有那些海底发生激烈的

上下方向的位移的地震才产生海啸.

(3)开阔逐渐变浅的海岸条件:尽管海啸是由海

底的地震和火山喷发引起的. 但海啸的大小并不完

全由地震和火山的大小决定. 海啸的大小是由多个

因素决定的 ,例如:产生海啸的地震和火山的大小 、

传播的距离 、海岸线的形状和岸边的海底地形等等.

海啸要在陆地海岸带造成灾害 ,该海岸必须开阔 ,具

备逐渐变浅的条件.

1. 3　印尼 8. 7级大地震

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深海大地震的参数

是[ 1] :

发震时刻:2004年12月 26日 08时58分 55秒;

震中坐标:北纬 3. 9度 ,东经 95. 9度;

震源深度:28. 6km(Harvard大学);

震中处海深:1 , 500米以上;

震 级:Ms 8. 7(中国地震局), Mw9. 0 , Ms

8. 9(Harvard大学).

震源错动方式:断层面走向 129度 ,倾角 83度 ,

滑动方向和水平面倾角 87度(Harvard大学震源机

制解 ,表明断层两盘几乎是垂直相互运动的).

这次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 8. 7级地震 ,是近

50年来全世界发生的特大地震 ,也是印度洋地区历

史上发生的震级最大的地震 ,而且符合深海 、大地

震 、断层上下错动等产生海啸的条件[ 1] ,因此 ,产生

了巨大的海啸.

震中为无人居住的海洋 ,故地震本身造成的伤

亡不大多.但地震产生的海啸 ,袭击了几百 、几千公

里外的不设防的海岸带 ,人口密集 ,故灾害严重[ 2] .

这次印度洋地震引发的海啸波及印尼 、斯里兰卡 、泰

国 、印度 、马来西亚 、孟加拉国 、缅甸 、马尔代夫等国 ,

遇难者总数 2周内已超过 16万人.

由于印度洋深海大地震不多 ,历史海啸灾害记

载也不多 ,所以 ,人们对于海啸灾害的预防不足 ,也

没有建立必要的海啸预警系统. 这可能是这次海啸

灾害之巨大的另一个原因.

2　海啸的特点

2. 1　能量大

地震使海底发生激烈的上下方向的位移 ,某些

部位出现猛然的上升或者下沉 ,使其上方的巨大海

水水体产生波动 ,原生的海啸于是就产生了
[ 3—5]

.我

们可以用该水体势能的变化来估计海啸的能量. 作

为对印尼苏门答腊近海地震海啸能量的保守估计 ,

假定该次地震使震中区 100 km 长 ,10 km 宽 , 2 km

厚的水体 ,抬高了 5 m ,其势能的变化为

　　E =mgh =1017J .

我们知道 ,地震释放的地震波的能量 E与地震

的震级M 之间有关系式

　　lgE =11. 8 +1. 5 M(E ,1017 J),

印尼苏门答腊近海地震的震级 M s=8. 7 ,所以这次

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为

　　E =1018J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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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比地震波的能量 ,海啸的能量相当地震波的

能量的十分之一左右.海啸的能量是巨大的 ,为了说

明这一点 ,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.一座 100万千瓦的

发电厂 ,一年发出的电能为

　　E =3. 15×1016
J ,

所以 ,印尼苏门答腊近海地震产生的海啸能量大约

相当于 3座 100万千瓦的发电厂一年发电的能量.

2. 1　传播速度快

当风吹过地上薄薄的一层水时 ,水面会起波浪.

海啸与此有些相同 ,它与水面波一样 ,有自己的波

长 、周期 ,只不过海啸的激励来自海底地震和火山造

成的激烈运动. 但是水面波和海啸波两者又很不相

同. 薄薄的一层水的水的厚度与水波的波长相

比[ 2 , 3] ,是很小的 ,它的传播速度与水厚度的平方根

有关.风造成的海面波浪周期很短 ,波长也很小 ,传

播速度慢. 但海啸的周期可达一小时 , 波长可达

700km ,这样就决定了海啸有一些非常独特的特点.

风暴潮也是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. 产生于赤道

附近热带风暴潮具有极大的能量. 在北美 、加勒比地

区和东太平洋地区它们被叫做飓风 ,在西太平洋地

区叫做台风 ,在印度叫旋风.风暴潮经过海洋时 ,会

造成狂风暴雨.尽管风暴潮和海啸都会造成海水的

剧烈运动 ,但两者很不相同.风暴潮是由海面大气运

动引起的 ,而海啸是由海底升降运动造成的 ,前者主

要是海水表面的运动 ,而后者是海水整体的运动.

对比海面波浪 、风暴潮(水面波)与海啸 ,就会体

会到海啸传播速度快的特点.海啸传播速度快 ,每小

时可达 700 ～ 900 km ,这正是越洋波音 747 飞机的

速度 ,而水面波传播速度较慢 ,风暴潮要快一点 ,但

最快的台风速度也只有 300 km /h 左右 ,比起海啸

还要慢的多. 海啸的周期可达 1 h ,其波长极长 ,可

达几百公里 ,在其几百公里的一个波长内 ,海面波浪

很小 ,风平浪静 ,对航行的船只影响很小. 一旦海啸

接近海岸 ,海岸附近海水深度叫浅 ,由于海啸波的传

播速度与海水深度的平方根有关 ,其传播速度降低

到每小时几十公里 ,前进受到阻挡 ,就会形成十几米

和几十米的浪高 ,冲向陆地. 风暴潮在海面上运动

时 ,伴随着狂风 、暴雨和巨浪 ,冲到陆地后 ,仍然保持

着狂风和暴雨.这种波长极长 、速度极快的海啸波 ,

一旦从深海到达了岸边 ,前进受到了阻挡 ,其全部的

巨大能量 ,将变为巨大的破坏力量 ,摧毁一切可以摧

毁的东西 ,造成巨大的灾难.

图 1　1900 ～ 1983 年期间 , 浪高超过 2. 5 m 的海啸在太平洋的发源地

Fig. 1　Distribution o f ea rthquake s w hich caused tsunami with w ave-hight>2. 5 m in Pacific reg 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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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　历史上破坏巨大的海啸

Table 2　Devastating tsunamis in history

日　期 发源地 浪高(m) 产生原因 备　　注

1600 B. C. Santorin  海底火山喷发 地中海沿岸破坏

1755. 11. 01 大西洋东部 5～ 10 地震 摧毁里斯本

1868. 08. 13 秘鲁—智利 >10 地震 破坏夏威夷 、新西兰

1883. 08. 27 Krak atau 40 海底火山喷发 30 000人死亡

1896. 06. 15 H onshu 24 地震 26 000人死亡

1933. 03. 02 H onshu >20 地震 3 000人死亡

1946. 04. 01 阿留申群岛 10 地震 159人死亡 ,损失 2 , 500万美圆

1960. 05. 13 智利 >10 地震 智利:909死亡 , 834人失踪.日本:120人死亡.

1964. 03. 28 阿拉斯加 6 地震 加州死 119人 ,损失 1. 04亿美圆

Dec. 2 , 1992 印度尼西亚 26 地震 137人死亡

Sept. 2 , 1992 尼加拉瓜 10 地震 170 死亡 , 500受伤 , 13000无家可归

3　海啸的灾害

3. 1　历史上的海啸灾害

地球上三分之二的面积是海洋 ,海洋中 ,最大是

太平洋 ,它几乎占地球面积的三分之一.太平洋的周

围是地球上构造运动最活跃的地带 ,大量的地震 、火

山 ,因此 ,太平洋是最容易发生海啸的地方 ,人们对

海啸的研究 ,对海啸灾害的预警系统都集中在太平洋.

在人类的灾害史上 ,海啸从来就是一种巨大的

自然灾害.海啸携带着巨大的能量 ,以极大速度冲向

陆地的几米甚至几十米的巨浪 ,它在滨海区域的表

现形式是海面陡涨 ,骤然形成“水墙” ,伴随着隆隆巨

响 ,瞬时侵入滨海陆地 ,吞没良田和城镇村庄 ,然后

海水又骤然退去 ,或先退后涨 ,有时反复多次 ,有极

其巨大的破坏力. 1946年 , 3 700 km 外的阿拉斯加

的阿留申群岛发生地震 ,海啸传到夏威夷 ,破坏极

大 ,159人死亡. 历史记载破坏最大的海啸发生在

1755年 ,葡萄牙近海发生大地震 , 5 m 浪高的海啸

席卷里斯本 ,235 000居民中 ,死亡 60 000.这次海啸

的巨大 ,4个小时后 ,又袭击了印度的西海岸 ,由此

可以看出其破坏威力的巨大.

3. 2　中国的海啸

中国处于太平洋的西部 ,有很长的海岸线 ,中国

受海啸的影响大不大  中国的海啸灾害严重不严

重 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近海产生海啸的可能性.

中国的近海 ,渤海平均深度约为 20 m. 黄海平

均深度约为 40 m ,东海约为 340 m ,它们的深度都

不大 ,只有南海平均深度为 1 200 m. 因此 ,大部分

海域地震产生地震海啸的可能性比较小 ,只是在南

海和东海的个别地方发生特大地震 ,才有可能产生

海啸[ 6] .

再来看看太平洋产生的地震海啸对中国海岸的

影响.亚洲东部有一系列的岛弧 ,从北往南有勘察加

半岛 、千岛群岛 、日本列岛 、琉球群岛 ,直到非律宾.

这一系列的天然岛弧屏蔽了中国的大部分海岸线;

另一方面 ,中国的海域大部是浅水大陆架地带 ,向外

延伸远 ,海底地形平缓而开阔 ,不象印尼地震海啸影

响许多地区那样 ,海底逐渐由深变浅 ,中间没有一个

平缓的缓冲带.因此 ,中国受太平洋方向来的海啸袭

击的可能性不大. 1960年 ,智利发生 8级大地震 ,产

生地震海啸 ,对菲律宾 、日本等地造成巨大的灾害 ,

但传到中国的东海 ,在上海附近的吴淞验潮站 ,浪高

只有 15 ～ 20 cm , 没有造成灾害. 这次印尼地震海

啸 ,海南岛的三亚验潮站记录的海啸浪高只有 8 cm.

查阅中国的灾害历史记录 ,有关海啸灾害的记

载不多 ,个别记载 ,灾害不大 ,受灾区域十分有限.历

史记录中曾有多次“海水溢”的现象 ,其中有一次记

录的海啸 ,即 1867年台湾基隆北的海中发生的 7级

地震引起了海啸. 其余大部分的“海水溢”现象 ,大都

是风暴潮引起的近海海面变化 ,而不是海啸.值得指

出的是 , 1604 年福建泉州海域发生 7. 5 级地震 ,

1918年广东南澳近海发生的 7. 3级地震 ,都是发生

在海洋中的大地震 ,但都没有产生海啸.全世界发生

在海洋中的地震 ,只有一小部分产生海啸.

中国的海岸受海啸的影响不大 ,但中国东部的

海岸地区地势较低 ,许多地区 ,特别是许多经济发达

的沿海大城市只高出海平面几米 ,受海浪的浪高影

响极大.从成灾的角度来看 ,小海啸 ,大灾难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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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　中国西南地震活动 M-T 图 ,印尼地震“激活”了中小地震活动性

F ig . 2　The increase o f seismicity in the West-South par t of China af te r Suma tra ear thquake

完全是有可能的 ,绝不可以掉以轻心.一定要有忧患

意识 ,做好灾害预防工作.

4　印尼地震海啸的相关地球物理现象

从地球系统科学的角度 ,地震海啸的产生是地

球表面固体层和流体层相互作用的结果. 这次地震

发生在印度洋的深海 ,震中处的地球物理现象难以

观测和调查 ,这里主要就中国大陆的观测进行介绍.

4. 1　地震活动性

印尼地震发生在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边界 ,

从地质构造上 ,通过安达曼岛弧和缅甸的 SAGA-

ING 断层与中国西南的川滇地震带密切相关. 印尼

8. 7级地震发生后不到 20 min ,云南宾川发生 4. 6

级地震 ,仅过了 12 min 缅甸发生 1 次 5. 9 级地震 ,

15时 30分云南双柏又发生 5. 0级地震. 图 2 给出

了印尼地震后 ,中国西南部地震的实际情况 ,可以看

出 ,印尼地震明显地“激活“了中国西南部地震的活

动性.这种”激活“不仅表现在震后短期的中小地震

活动方面 ,对较长时间的大地震活动也有影响(表3).

表 3　苏门答腊地区地震(>7. 8)与中国大陆

及临区 7级以上地震的关系

Table 3　Corelation between earthquakes in

Sumatra region and in Mainland of China

年份 苏门答腊地区地震 次年中国大陆地震

1 1903. 03. 27 8. 1级 1904. 08. 30 四川道孚 7. 0级

2 1941. 06. 26 8. 1级 1941. 12. 26 云南谰沧 7. 0级

3 1943. 07. 23 7. 8级 1944. 03. 10 新疆新源 7. 2级

4 1969. 11. 21 7. 9级 1970. 01. 05 云南通海 7. 8级

5 1977. 08. 19 8. 1级 无

6 2000. 06. 05 7. 8级 2000. 06. 08 缅甸克钦邦 7级

4. 2　地下水

由于这次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 8. 7级地震 ,

是近 50年来全世界发生的特大地震 ,也是印度洋地

区历史上发生的震级最大的地震 ,它产生的强烈地

震波 ,引起了明显的”同震”效应 ,即伴随地震波震动

的效应.这些效应广泛的在倾斜仪 、伸缩仪 、钻孔体

积应变仪 、连通管倾斜仪 、地下水化学成分变化 、水

压 、水温等台站被观测到.特别明显的是地下水位的

变化.据不完全统计 ,约有 100 ～ 200个观测点记录

到同震的地下水水位的“跳跃”式的变化 ,这种变化

持续时间不长 ,大约有几分钟 ,然后 ,地下水的水位

与震前相比 ,或是升高 ,或是降低 ,或是不变 ,但震时

水位的“跳跃”则是共同的特征. 100 ～ 200 个观测

点 ,在数目上占到了地下水水位观测点的相当大的

比例 ,说明地下水变化是普遍的 ,空间分布是广泛

的.不仅如此 ,许多江 、湖和水库的水位在地震时也

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,特别是在四川 、云南 、广东和海

南岛有较多的报道. 从有时间记录的台站的资料来

看 ,“跳跃”式变化的时间与地震波到达的时间是一

致的 ,这些变化都属于同震变化.

5　海啸早期预警系统

海啸是向外传播的 ,因此 ,知道了海中发生地震

的地点 ,或知道了某处实际测得了海啸的发生 ,则可

以利用海啸需要传播时间 ,及时向其他地方发出海

啸警报.例如 ,智利附近地震产生的海啸向外传播 ,

海啸传到夏威夷需要 12个小时 ,传到日本则需要

22个小时[ 6] .

利用海啸不断从发源地向外的道理 , 1965 年 ,

2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 ,在夏威夷建立了太平洋

海啸警报中心
[ 7]
(The Pacific Tsunam i Warning

Center (PTWC)),许多国家还建立了类似的国家

海啸警报中心.一旦从地震台和国际地震中心得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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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中发生地震得消息 , PTWC 就可以计算出海啸

到达太平洋各地得时间 ,发出警报. 中国于 1963 年

参加了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 ,对于来自太平洋方面

的海啸 ,我们是有防备的.

值得指出的是 ,海啸的产生是个复杂的问题 ,有

的地震会造成海啸 ,而大部分海洋中的地震不产生

海啸 ,因此 ,经常发生虚报的情况. 例如 , 1948年 ,檀

香山受到了警报 ,采取了紧急行动 ,全部居民撤离了

沿岸 ,结果 ,根本没有海啸发生 ,为紧急行动付出了

3 ,000万美元的代价. 1986年又发生了一次假警报 ,

损失同样巨大. 从 1948年到 1996年 ,太平洋海啸预

警中心在夏威夷一共发布 20次海啸警报 ,其中 15

次是虚假警报 ,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海啸 ,5次是真警

报.从夏威夷的预警来看 ,虚报的比例大约有 75%.

近几年 ,随着历史资料的深入分析和数值模拟技术

的发展 ,虚报比例有所下降.当前 ,有关海啸早期预

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下面 4个方面:海啸产生机理

的研究;相关的数学模型;安装多个深海海底地震仪

(OBS)组成的监测系统和预警信息的快速发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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